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赊店古码头复建本月开工，标志着古城开发建设的全面启动——

当我们说赊店时，还有哪些需要思考

携手三院携手三院
共享美丽共享美丽

美丽热线美丽热线：：6310866663108666
医美中心地址医美中心地址：：三院门诊楼三院门诊楼66楼楼

“今天看的古码头遗址，
我 们 社 旗 人 习 惯 叫 它‘ 后
河’，那一层层重叠着的台
阶，就像一部厚重深刻的史
书，记载着曾经古赊店的繁
忙和繁荣……”10月 10日，
在“喜迎十九大�社旗县赊店
商埠文化产业园区金秋调研
活动”上，著名作家周同宾发
出如此感慨……

这次调研，是社旗县委县
政府与南阳大文化研究院共
同举办的，时间选在了古码
头恢复改造项目正式启动的

前几日。古码头恢复改造项
目总投资 10.8亿，建设内容
包括恢复河心街、恢复古码
头遗址、疏浚古航道、加固驳
岸、筹建演艺中心等，项目完
工后将成为豫西南最大的文
化创意水域码头影视拍摄基
地。

赊店古码头复建开工，标
志着赊店古镇开发建设的全
面启动。以赊店商埠文化产
业示范区为载体，将独特厚重
的赊店文化资源，转化成有内
涵、有品位、有效益的“文化牵

引力”，进而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实现文
化旅游与区域经济双赢，是近
年来社旗县所致力打造的。
这条路如何更快更好地走下
去？带着这样的问题，李天
岑、周同宾、秦俊、张书报、张
树华、殷德杰、张兼维、曹新
洲、窦跃生、水兵、陈涛、李陈
广等 20多名专家学者，实地
走访山陕会馆、赊店书画院、
赊店古镇博物馆、瓷器街、铜
器街、古城墙、古码头等地，给
出建议和意见……

由南阳三院举办的2017
“微笑行动”大型公益援助活
动，自启动以来已有百余名患
者接受了公益援助。

在三院医美中心诊室内，
前来就诊、咨询的患者络绎不
绝。家住唐河的何先生儿子
不到1岁，出生以后就发现是
唇裂患儿，由于家庭贫困一直
没能好好治疗，在三院接受

“微笑行动”援助进行了免费
手术。“感谢三院的医护人员，
是他们的帮助让我的孩子今
后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快乐成
长、开心微笑！”何先生说。患
者李飞脸上长满了痘痘，并且
发红、发炎，出现脓疱，对其日
常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医疗美容科主任陈义接诊了
李飞，陈义给他分析病因，并
检查了皮肤状况，综合分析了
各项指标，最终安排他做像束
激光治疗，并配合药物、消炎、
去印、收缩毛孔，最终完全康
复。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

“孩子的胎记是家里的心病，
一直反反复复治不好。这回
我是专门来这儿找专家的，让
他们给孩子好好治一下，早日
解决心理负担。”

据 了 解 ，2017“ 微 笑 行
动”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旨在传
播爱心、传递正能量。援助范
围包括耳鼻等五官畸形、唇腭
裂修复、兽皮症、面部巨型胎
记和体毛过密等，或因意外导

致的烧烫伤、疤痕、毁容，并因
家庭贫困无力医治的各类患
者；因见义勇为而容貌受损的
道德模范，因意外伤害导致容
貌受损的“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三八红旗手，因家庭暴
力导致容貌受损的弱势群体
等也可接受公益援助。

“希望通过三院微薄的力
量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并通
过这样的公益活动唤起人们
对外貌缺陷人群的关注。”三
院医美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活
动集中三院医美中心皮肤美
容科、整形外科、微整形科等
相关科室的学科带头人及技
术业务骨干组成阵容强大的

“微笑行动”技术专家组，对各
类患者提供最详细、最专业的
诊疗方案。

公 益 援 助 热 线 ：
0377——63108666。⑦3

三院医疗美容中心是政
府批准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
是南阳市整形美容行业临床
重点专科。拥有国际先进的
医学设备、国内一流的超洁净
手术室，以及多项省级、市级
先进技术，在整形修复、皮肤
管理、整形美容、中医美容等
领域精益求精，以医技精湛的
医师团队、同步国际的技术设
备、超强的综合实力，为您提
供优质服务。

（陈菲菲 周玉杰）

“微笑行动”援助百余患者

2018年新邮近日开始接
受预订,继续执行实名预订原
则，总量则在满足老预订户续
订需求基础上有所调减。

预订渠道分线上和线下
两种。线上渠道为集邮网上
营业厅、集邮网厅手机 APP
客户端和中国集邮微信商城；
线下渠道包括集邮营业网点、
邮储银行网点和代理金融网
点三类渠道。

至11月20日，老预订户
可通过线上渠道实名认证后
办理以旧换新预订业务，并
在线支付预订金；10月 25日
至11月20日，可在线下渠道
凭二代身份证或集邮联名卡
办理以旧换新预订业务。其
中，在集邮营业网点可用现
金或联名卡支付预订金；在
邮储银行网点和代理金融网
点办理，只可通过联名卡支
付预订金。

在总体减量的情况下，
保留老预订户线上渠道大
版、小版的预约摇号。10月
10日至 11月 10日为大版、
小版预约登记阶段。连续预
订 3年（2015年 、2016年 、
2017年）或 3年以上的套票
或年册预订用户（不含已具
有大版、小版预订资格的用
户）可通过线上渠道提交大
版、小版摇号预约订单；总中
签量大版、小版各 1000版。
11月 21日至 30日为中签支
付阶段，中签者可在此期间
进行在线支付，逾期视为放
弃资格。与此同时，线下渠
道可用调减后的余量为新用
户办理预订，订完为止。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将统
一制作含 4枚《戊戌年》生肖
邮票的小版张，赠送给预订全
年纪特邮票的预订户。⑦3

（陈菲菲 孙莹莹）

2018年新邮预订开始了

专家学者们还认为，赊店
古镇品牌的打造不能仅仅限于
媒体的宣传，应通过多种渠道全
面提升古镇的知名度影响力。

水兵说，陈逸飞的油画、

王剑冰的散文成就了江南水
乡周庄，这种做法完全可以借
鉴。窦跃生也认为可以通过
文化媒介来推介赊店，一篇散
文、一部电影、一首小诗可能

就会造就赊店的盛名。秦俊
认为刘秀起义、诚信文化、行
规帮规、会馆风云、走镖运镖
等都是很好的电视剧本素材，
可以进行创作、拍摄……⑦3

“小抓手”也有大力度

赊店古镇较为完整地保
存了明清时代的城墙遗址及
码头、航道、街道、商铺、民
居、庙宇、衙门、会馆等，其文
化底蕴十分丰厚——以清代
建筑群为代表的古代建筑雕
刻文化，以会馆为主的商帮
商规及诚信文化，以厘金局、
票号为主的税务金融文化，

以“永隆统”“永禄美”酒作坊
为主的酒文化，以瓷器街、铜
器街、骡店街为主的街区文
化……“正是由于文化资源
太多，更应找准自己的文化
定位——‘商埠古镇’‘信义
赊店’。”李天岑说，在深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中，应深度挖
掘其商埠文化和诚信文化，

打造出全国独具特色的“精
神”。

“一座城市就是一座大
的博物馆。”曹新洲说，在对
赊 店 古 镇 各 景 点 进 行 布 展
时，要注重其背后的文化内
涵，并通过展览将其展示、展
现出来，让游客感受到、触摸
到……

提炼出古镇文化精髓

赵河、潘河出伏牛山绕赊
店而过，入唐河进汉水达长江，
成就了赊店昔日的繁华——
曾是“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
集百货”的商业重镇、万里茶
路的中转站……专家学者认
为，曾经的赊店享有“天下第
一店”美誉，现今的赊店在全
国也小有名气，应借助一些高
端活动推介宣传，使赊店古镇

的品牌知名度、文化影响力持
续增强提升。

李陈广认为，赊店在万里
茶路中的重要地位无须质疑，
但一直以来缺乏实物支撑，在
古码头的恢复改造中，相关部
门要注意相关遗迹、遗物的发
现和保护，这样才能更好地确
定、提升赊店的历史地位。张
兼维认为，2019年将是南阳文

化跨越发展的一年——“三馆
一院”将完工，世界洲际月季大
会将在南阳举办，同时也是医
圣张仲景诞辰1870周年，这是
叫响赊店品牌的大好时机。陈
涛说，参加“万里茶道”城市联
盟及旅游推介、缔结国际友好
城市、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
举办全国性会馆文化论坛等活
动，要坚持、推广下去……

高端推介“文化影响力”

□本报记者 李 宾 文/图

古镇调研


